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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多年来，中国海陆及邻域的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在不断进步，尤其是海域取得很多新认识，但中国海陆及邻

域的大范围编图，尤其是大地构造图，没有随之更新；中国海陆的编图还一直存在海陆不接、海域编图相比陆域落

后的问题；亟需编制一幅中国海陆及邻域的大地构造图．１９９２年编制的“中国海域及邻区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的

大地构造图，运用以活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对中国海区及邻域的大地构造特征做出了较好

的诠释．最近，中国海陆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编制项目，把１∶５００万中国海陆及邻域大地构造格架图作为图种之

一．在全球构造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块体构造学说，作为本次编图的指导思想，根据其大地构造体系，板块和板

块边界作为一级构造单元，块体和结合带（缝合带等）作为二级构造单元，结合系列图中重力图、磁力图、地质图等

图件成果，以及最近的其他调查研究资料，完善了对特提斯在南海周边的界线、东海陆架的基底构造属性等认识，

在研究区内共划分出了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和印度—澳大利亚三大板块，６个板块边界构造单元，３０个块体、

１４个结合带和１０个缝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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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大地构造图的编制，往往是以某种大地构造学

术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并随着基础地质调查程度的

不断深入而不断进步的．

黄汲清早在１９４５年就编制了我国第一幅大地

构造图（Ｈｕａｎｇ，１９４５）．２０世纪７０至８０年代，我国

的大地构造学术观点进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时代，相应的大地构造图编制工作也如火如荼．黄汲

清用多旋回构造学说编制了“１∶４００万大地构造图”

（黄汲清和任纪舜，１９７９），李四光用地质力学说（李

四光，１９６２）编制了“１∶４００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构造

体系图”（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１９８５），

张文佑用断块构造学说（张文佑，１９８４）编制了

“１∶４００万中国断块构造图”（张文佑，１９７４）和

“１∶５００万中国及邻区海陆大地构造图”（张文佑，

１９８３），陈国达用地洼构造学说（陈国达，１９８６）编制

了“１∶４００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国家地震局广州地

震大队，１９７７），张伯声用波浪状镶嵌学说（张伯声，

１９６２）编制了“１∶４００万中国镶嵌构造图”（张伯声，

１９８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板块构造理论

被引入国内并被广泛接受，以板块构造理论为基本

框架，结合各自的侧重点，又有许多大地构造图编制

出来．李春昱用板块构造观点编制了“１∶８００万亚洲

大地构造图”（李春昱等，１９８２），王鸿祯以岩相古地

理为主线，用历史大地构造观点（ＷａｎｇａｎｄＭｏ，

１９９５）编制了“１∶１８００万中国大地构造分区简图”

（王鸿祯，１９８５），任纪舜结合板块构造理论和多旋回

构造学说编制了“１∶５００万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

（任纪舜，１９９７）．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陆区１∶２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全覆盖，对于中国海陆及邻域大

地构造格架的研究也迸发出勃勃生机．李廷栋

（２００８）编制的“１∶２５０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

中包含大地构造图，其中编制范围中中国的部分为

秦岭以北．车自成等（２００２）、万天丰（２００４）、潘桂棠

等（２００８）、葛肖虹等（２００９）分别对中国及邻区的大

地构造单元做了划分，但大于１∶５００万比例尺的大

地构造图至今尚未正式发表．

刘光鼎（１９９２）主编的“中国海域及邻区地质地

球物理系列图”中的“１∶５００万大地构造图”，用以活

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为指导思想，是我国首

幅以整个中国海区及邻域为主要编图范围的大地构

造图．随着我国海域基础调查的不断深入，各种基础

图件也不断更新，１∶１００万区域地质调查将在２０１５

年实现我国海域的全覆盖，但全海域的大地构造图

至今没有更新．

从指导我国大地构造图编制的大地构造观点来

看，大地构造观点是继承发展，并且各有侧重的，比

如多旋回构造学说强调的是地壳固结以及台块或造

山带形成发展的时限，而地质力学说强调的是现今

的经向和纬向构造及其动力来源．但总体来讲，板块

构造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编图的指导思想已经从

固定论发展为活动论，并且由只关注构造演化历史，

发展为既关注构造演化历史，又关注地球动力学机

制；从大地构造图的编图范围来看，以中国大陆为

主，海洋涉及较少，并且海陆不接，即使在编制陆区

大地构造图的同时考虑了海区，海区的内容也相对

简单；从大地构造图的编制比例尺来看，最近２０年

来，大于１∶５００万的大地构造图尚无完全覆盖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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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陆范围的．

近年来，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牵头编制“中国海

陆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系列图有空间重力

异常图、布格重力异常图、磁力异常图、莫霍面深度

图、层析成像图、地质图、大地构造格架图和大地构

造格架演化图８种图件．大地构造格架图作为系列

图的一个重要图种，以块体构造学说（张训华等，

２００９；张训华和郭兴伟，２０１４）作为指导思想，比例尺

为１∶５００万，编图范围覆盖整个中国海陆．图件编

制不仅利用系列图中基础地质地球物理图件的成

果，而且充分利用近年来的海洋基础调查资料，结合

地球物理资料，在实现海陆联编的基础上，重点对海

区构造进行研究，根据最新认识对重要大地构造界

线进行修订，力求展示对中国海陆及邻域大地构造

演化历史的理解，勾勒出中国海陆及邻域的大地构

造格架．

２　编制大地构造格架图的指导思想

中国海陆及邻域，处在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

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的交汇地带，现代板块活动

复杂，既有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板块

俯冲形成的沟弧盆体系、成因复杂的边缘海，又有

特提斯闭合和印藏碰撞产生的多个碰撞缝合带．板

块构造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中生代以来的构造现象

和地质演化，但中国及邻区陆块的基底非常复杂，形

成时间不统一，并且规模不大，陆块之间的结合带也

多次活动，板块构造理论在解释中国及邻区复杂的

大陆构造时，还不完全得心应手．

“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刘光

鼎，１９９２）中“大地构造图”编制时，指导思想为以活

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在用板块构造理论解

释中生代以来构造演化和地质现象基础上，提出块

体与结合带的概念，作为板块之下的二级大地构造

单元，用以解释前中生代中国海陆的大地构造演化

问题．这一大地构造观点，当时很好的解释了中国海

区及相邻陆区的大地构造演化历史，并进行了大地

构造单元的划分．

以系列图的编制为契机，在以活动论为内涵的

全球构造理论基础上，张训华等（２００９）增加了对中

国大陆宏观构造格架的认识（刘光鼎等，１９９７；刘

光鼎，２００７），以及地球物理资料解释地质构造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刘光鼎和陈洁，２００５）的内容，称之为

“块体构造学说”，并将其作为大地构造格架图的指

导思想（张训华和郭兴伟，２０１４）．

“块体构造学说”沿袭了块体和结合带的概念，

仍然以活动论作为中国海陆及邻域构造演化的支

柱．以印支期为界，前后的构造演化阶段为古全球构

造阶段和新全球构造阶段，新全球构造阶段为板块

体制，古全球构造阶段为块体体制．印支期以前，各

个块体各自按照古陆核形成阶段、成台阶段和稳化

阶段发展阶段发育，存在同序时差的关系（表１）；印

支期各个块体经过多次手风琴式的拼合，亚欧板块

内部的块体基本拼合在一起（南海块体和冲绳海槽

块体稍晚），形成欧亚板块的主体；印支期以后，各块

体和结合带在板块内部，在板块体制下活动，在中国

东部大陆边缘，形成了滨太平洋域锋线，在西部则形

成特提斯域锋线．

３　大地构造格架图的图示内容

３．１　图件编制范围和投影参数

图件采用兰伯特投影，比例尺为１∶５００万，编图

范围见图１，０°—５５°Ｎ（南北最长），（７３°Ｅ，４０°Ｎ）—

（１３５°Ｅ，４０°Ｎ）（东西最宽），中央子午线：１０５°Ｅ，标

准纬线：１５°Ｎ，４０°Ｎ．

３．２　大地构造构造单元

张训华和郭兴伟（２０１４）已另文细述“块体构造

学说”的大地构造体系，包括对中国海陆及邻域构造

演化阶段的理解和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方案．大地

构造格架图中，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到两级：一级为板

块和板块边界，二级为块体和结合带（或缝合带等）

（表１）．

大地构造单元的命名和级别按照其形成体制：

以印支期为界，印支期以前为块体体制，印支期以后

为板块体制．中生代以来板块体制下的大地构造单

元，以板块构造理论的板块和板块边界名称来命名，

板块体制为现今大地构造格局形成的首要因素，板

块和板块边界可作为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前中生代

块体体制下的大地构造单元，稳定的大地构造单元

以块体命名，活动的大地构造单元以结合带命名，块

体大多数已经完成拼合过程，有的虽然还在其边缘

有继承性活动，但其活动大都受板块体制控制，所以

块体和结合带（中生代后为缝合带等）可作为二级大

地构造单元．

块体大都经历陆核形成阶段、古全球构造阶段

（可分为成台过渡阶段和稳化阶段）、中间阶段和新

全球构造阶段五幕演化史，不同类型的块体的五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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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块体和结合带按演化历史分类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犫犾狅犮犽狊犪狀犱犑狌狀犮狋狌狉犲狊犫犪狊犲犱狅狀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犺犻狊狋狅狉狔

注：块体：Ｃ表示陆核形成阶段，Ｐ表示古全球构造阶段，Ｐ１为成台阶段，Ｐ２为稳化阶段，Ｉ表示过渡阶段，Ｎ表示新全球构造阶段；结合带：Ｐｔ３、

ＰＺ１、ＰＺ２和 ＭＺ１表示晚元古代、早古生代、晚古生代和早中生代；缝合带（俯冲带、对冲带、碰撞带）：ＭＺ２和ＣＺ表示晚中生代和新生代（张训华和

郭兴伟，２０１４）．

演化史存在同序时差．按照块体发育历史，将块体分

为华北型块体、扬子型块体、华南型块体、西伯利亚

型和冈瓦纳型块体等５种类型（表１）．

缝合带、俯冲带和对冲带等为板块体制的产物，

按照主要形成时间分为晚中生代和新生代２种类

型．结合带大多经历了多次手风琴式碰撞缝合，按照

形成时间，将结合带分为晚元古代、早古生代、晚古

生代和早中生代４种类型（表１）．蛇绿岩和混杂堆积

等，对块体边界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在图中做了标记．

对卷入结合带（碰撞带、俯冲带等）的块体，按照

其规模可进行不同的处理，规模较大的，作为二级构

造单元，规模较小的，作为结合带的一部分；印支期

以前统一的块体，在中生代以来受板块之间相互作

用，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活化，或者其间有深大断裂活

动，如果规模足够大，也可按活动性分为多个块体．

３．３　断裂

断裂体系主要依据地质图，并做了适当的简化；

重要的断裂，标明了其性质；有些深大断裂，可作为

块体边界．

３．４　岩浆岩

岩浆岩在本次编图中，并未做性质的划分，只是

根据形成时间做了简单的合并，分为Ａｒ、Ｐｔ１—Ｐ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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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３—Ｓ、Ｄ—Ｃ、Ｐ—Ｔ１、Ｔ３—Ｋ１、Ｋ２—Ｅ
１

３
和Ｅ

２

３
—Ｑ８个

时间段．

３．５　洋壳

洋壳按照性质可分为大洋洋壳和边缘海洋壳．

大洋洋壳显然是现代板块通过海底扩张的产物，边

缘海洋壳则可以作为块体构造单元的一部分，是块

体活化的产物．根据其发育的时间，可以大致分为

Ｔ３—Ｋ１、Ｋ２—Ｅ
１
３ 和Ｅ

２
３—Ｑ三种类型，并将洋壳磁

条带也标注在图上．大洋洋壳区不再做二级构造单

元划分．

４　中国海陆及邻域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按照“块体构造学说”的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方

案，可划分出板块和板块边界一级构造单元，根据相

应的地理位置，给板块和板块边界命名．在图中，都

是汇聚型的板块边界，有俯冲带、缝合带、弧陆碰撞

带、对冲带４种类型．在板块内部，则划分出块体和

结合带（中生代以来为缝合带）二级构造单元，以及

能作为块体或结合带边界的断裂．

４．１　一级构造单元

在图中，可划分出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和印

度—澳大利亚板块３个板块；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

板块之间的板块边界为汇聚边界，从北到南有琉球

海沟俯冲带、台湾弧陆碰撞带、马尼拉海沟—菲律宾

海沟对冲带３个汇聚边界；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与

欧亚板块之间也是汇聚边界，大致以９０°Ｅ海岭为

界，以西表现为印藏碰撞，发育喜马拉雅缝合带和若

开缝合带２个碰撞缝合带，以东表现为印度—澳大

利亚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发育苏门答腊—爪哇

俯冲带（表２、图１）．

４．２　二级构造单元

在欧亚板块内部，自北向南，分布着哈萨克斯坦

块体、西西伯利亚块体、西伯利亚块体、伊犁块体、图

瓦—蒙古块体、松嫩块体、佳木斯块体、兴凯块体、吐

哈块体、塔里木块体、柴达木块体、阿拉善块体、鄂尔

多斯块体、中朝块体、日本海块体、巴达赫尚块体、羌

塘块体、冈底斯块体、四川块体、下扬子—京畿块体、

表２　中国海陆及邻域主要大地构造单元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犼狅狉狋犲犮狋狅狀犻犮狌狀犻狋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狊犲犪狊犪狀犱犾犪狀犱犪狀犱犪犱犼犪犮犲狀狋狉犲犵犻狅狀狊

一级构造单元 二级构造单元

印度—澳大利亚板块 冈瓦纳型块体 印度块体

板块边界

（印—澳板块与欧亚板块）

喜马拉雅缝合带

若开缝合带

苏门答腊—爪哇俯冲带

欧亚板块

华北型块体 中朝块体、鄂尔多斯块体、阿拉善块体、日本海块体

扬子型块体
下扬子—京畿块体、四川块体、塔里木块体、柴达木块体、哈萨

克斯坦块体、伊犁块体、羌塘块体

华南型块体 华南块体、印支块体、南海块体、冲绳海槽块体

西伯利亚型块体
西西伯利亚块体、西伯利亚块体、图瓦—蒙古块体、准噶尔块

体、吐哈块体、松嫩块体、佳木斯块体、兴凯块体

冈瓦纳型块体
冈底斯块体、西缅块体、保山—掸泰块体、苏禄海块体、苏拉威

西海块体、望加锡块体

晚元古代结合带 阿尔泰—额尔古纳结合带

早古生代结合带
成吉思结合带、纳曼加拉依尔结合带、中天山结合带、北山结合

带、祁连山结合带

晚古生代结合带
斋桑泊—兴蒙结合带、南天山结合带、西昆仑结合带、东昆仑结

合带

早中生代结合带
松潘—甘孜结合带、秦岭—大别结合带、苏鲁—临津江结合带、

温都尔庙结合带

晚中生代缝合带
鄂霍次克缝合带、锡霍特缝合带、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南海北

部缝合带、玉里—领家缝合带、西布缝合带、苏禄缝合带

新生代缝合带 雅鲁藏布缝合带、米里—南沙海槽缝合带、苏拉威西缝合带

板块边界

（菲律宾海板块

与欧亚板块）

琉球海沟俯冲带

台湾弧陆碰撞带

马尼拉海沟—

菲律宾海沟对冲带

菲律宾海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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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海陆及邻域主要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Ｆｉｇ．１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

华南块体、冲绳海槽块体、西缅块体、保山—禅泰块

体、印支块体、南海块体、望加锡块体、苏禄海块体和

苏拉威西海块体２９个块体，阿尔泰—额尔古纳结合

带、成吉思结合带、纳曼加拉依尔结合带、斋桑泊—

兴蒙结合带、中天山结合带、南天山结合带、北山结

合带、温都尔庙结合带、西昆仑结合带、东昆仑结合

带、秦岭—大别结合带、苏鲁—临津江结合带、松

潘—甘孜结合带和马江结合带１４个结合带，以及鄂

霍次克缝合带、锡霍特缝合带、班公湖—怒江缝合

带、雅鲁藏布缝合带、玉里—领家缝合带、南海北部

缝合带、米里—南沙海槽缝合带、西布缝合带、苏禄

缝合带和苏拉威西缝合带１０个缝合带．

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内部，印度大陆和印度洋

之间为被动大陆边缘，陆壳部分可划出印度块体１

个块体，洋壳部分不再划分二级单元．菲律宾海板块

为大洋板块，也不再划分二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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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中国海陆及邻域主要大地构造单元

简述

图中所涉及的三大板块，菲律宾海板块为大洋

板块，欧亚板块为大陆板块，但在板块边界周围发育

多个边缘海盆地，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为大陆和大

洋都发育的板块．

５．１　菲律宾海板块

菲律宾海板块位于图幅的右下方．图中只包含

菲律宾海板块的西面一部分，整体为大洋洋壳，也有

学者根据重力资料认为本哈姆海台（Ｏｚｉｍａｅｔａｌ．，

１９８３）和大东海岭（Ｋａｒｉｇ，１９７５）具有陆壳性质．菲律

宾海板块中最老的洋壳在其最西部的花东海盆为白

垩纪，作为主体的西菲律宾海盆有中央海盆扩张而

成，年龄为５５—３０／３３Ｍａ（Ｄｅｓｃｈａｍｐａｎｄ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

２００２）．

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大陆板块的俯冲，是中国

东部构造演化的重要动力．太平洋板块Ｊ３—Ｋ１ 的向

北或北东向俯冲，变为Ｋ２—Ｅ
２

３
时变为向北西俯冲，

中国东部产生一系列断陷盆地，Ｅ２ 时菲律宾海板块

圈出，Ｅ
２

３
—Ｑ时太平洋板块俯冲后撤，中国东部盆

地沉降，大陆边缘则形成沟弧盆体系．

５．２　欧亚板块

图幅的大部分为欧亚板块，中国海陆大部分包

含其中，板块内有多个块体和结合带或缝合带．

５．２．１　块体

块体的演化经历陆核形成阶段、古全球构造阶

段（可分为成台过渡阶段和稳化阶段）、中间阶段和

新全球构造阶段（朱夏，１９８３），图中的块体的构造演

化存在同序时差，按其构造演化史可分为华北型、扬

子型、华南型、西伯利亚型和冈瓦纳型５种类型（表

２）．同序时差主要表现在古全球构造阶段，过渡阶段

以后中国海陆及邻区的大部分块体拼合在一起，新

全球构造阶段则以拼合成的板块为一个整体与相邻

的板块相互作用．

（１）华北型块体

图中华北型块体包括中朝块体、鄂尔多斯块体、

阿拉善块体和日本海块体．古陆核的形成时代为太

古宙，以冀东迁西群和辽东鞍山群为代表，有年龄老

于３８亿年的数据（Ｌ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Ｗ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早元古代为成台过渡阶段；中元古代至石炭

纪为稳化阶段．在早中生代完成与周围块体的拼合

以后，由于晚白垩纪以来受到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

响，出现不同程度的活化，活化程度由东向西，逐渐

减弱．根据活化程度印支期以前统一的华北块，沿太

行山、贺兰山又可三分为中朝块体、鄂尔多斯块体和

阿拉善块体．

（２）扬子型块体

图中扬子型块体包括下扬子—京畿块体、四川

块体、塔里木块体、柴达木块体、哈萨克斯坦块体、伊

犁块体和羌塘块体．扬子型块体以扬子块体（包括四

川块体和下扬子—京畿块体）和塔里木块体为代表，

扬子块体湖北崆岭有老于３２亿年的古陆核（高山

等，２００１），塔里木块体阿克塔什塔格的古陆核为３６

亿年的年龄纪录（李惠民等，２００１），古陆核形成时间

则到早元古代；中元古代至青白口纪，晋宁运动

（８００Ｍａ）之后，成台过渡阶段结束，形成基本统一的

基底；震旦纪至石炭纪为稳化阶段．同华北一样，受

太平洋俯冲影响，印支期以后下扬子地区出现活化，

据此将上扬子划为四川块体，下扬子和朝鲜半岛的

京畿地区划为下扬子—京畿块体．

（３）华南型块体

图中华南型块体包括华南块体、印支块体、南海

块体和冲绳海槽块体．华南块体在南雄地区也有老

于３６亿年的古陆核（于津海等，２００７），东海灵峰一

井钻遇的片麻岩为１８．０６亿年（沈渭洲，２００６），西永

一井钻遇的片麻岩为１４．５亿年，古陆核形成时间则

到中元古代；直到奥陶纪，华南还处在成台过渡阶

段；志留纪至奥陶纪，为稳化阶段．

南海发育新生代边缘海洋壳，有西南海盆、中央

海盆和西北海盆三个海盆．

（４）西伯利亚型块体

图中西伯利亚型块体包括西西伯利亚块体、西

伯利亚块体、图瓦—蒙古块体、准噶尔块体、吐哈块

体、松嫩块体、佳木斯块体和兴凯块体．图瓦—蒙古

块体卷入了斋桑泊—额尔古纳结合带，准噶尔块体、

吐哈块体、松嫩块体、佳木斯块体和兴凯块体则卷入

了阿尔泰—兴蒙结合带．在阿尔丹地区和贝加尔地

区都有太古代的古陆核，到早寒武纪晚期形成统一

的基底，为成台过渡阶段；晚寒武纪至奥陶纪，为稳

化阶段．至二叠纪，成为劳亚大陆的主要组成部分．

（５）冈瓦纳型块体

图中冈瓦纳型块体包括冈底斯块体、西缅块体、

保山—掸泰块体、苏禄海块体、苏拉威西海块体和望

加锡块体．

冈瓦纳型的块体，冈瓦纳陆块群上有老于３５亿

年的纪录（Ｓａｒｋ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Ｇｈｏｓｈ，２００４），到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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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纪晚期形成统一的基底，为成台过渡阶段；晚寒

武纪至奥陶纪，为稳化阶段．至二叠纪，成为冈瓦纳

大陆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晚三叠以来特提斯洋的

闭合，分多次从冈瓦纳大陆裂离，逐渐拼贴到欧亚大

陆之上．

西缅块体处于苏门答腊俯冲带的弧后位置，发

育新生代的边缘海洋壳；苏禄海块体、苏拉威西海块

体和望加锡块体处于菲律宾海板块、印度—澳大利

亚板块和欧亚板块夹持的三角地带，发育新生代边

缘海洋壳．

５．２．２　结合带

欧亚板块内部的结合带，大多经过多次手风琴

式的碰撞拼贴而成，有的结合带还多期活动（朱夏，

１９８３）．总体来讲，由北往南结合带的最终形成时间

逐渐变新，按照结合带最后形成的时间，将其分为晚

元古代、早古生代、晚古生代和早中生代４种类型

（表２）．结合带形成的时间是指主要活动的时间，例

如早元古代结合带其活动时间就从新元古代一直持

续到早寒武纪晚期．

阿尔泰—额尔古纳结合带为晚元古代结合带；

成吉思结合带、纳曼加拉依尔结合带、中天山结合

带、北山结合带和祁连山结合带为早古生代结合带；

斋桑泊—兴蒙结合带、南天山结合带、西昆仑结合

带、东昆仑结合带为晚古生代结合带；松潘—甘孜结

合带、秦岭—大别结合带、苏鲁—临津江结合带为早

中生代结合带．有些结合带，并不是一期活动形成，

例如南天山结合带，早古生代已开始活动，最终在晚

古生代形成结合带主体，至今还受印藏碰撞影响，有

地震发生．

５．２．３　缝合带

欧亚板块内部的缝合带为现代板块体制的产

物，多为板块的拼贴边缘．图中晚中生代形成的有鄂

霍次克缝合带、锡霍特缝合带、班公湖—怒江缝合

带、南海北部缝合带、玉里—领家缝合带、西布缝合

带和苏禄缝合带．新生代形成的有雅鲁藏布缝合带

和米里—南沙海槽缝合带和苏拉威西缝合带．

锡霍特缝合带和玉里—领家缝合带是晚中生代

太平洋俯冲的前缘，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为

后退式的俯冲，现今的俯冲前缘处形成了新的沟

弧盆体系；鄂霍次克缝合带为中生代在斋桑泊—额

尔古纳结合带里面裂开的洋壳，与古太平洋相通；南

海北部缝合带的活动时间在南海东北部推测为晚中

生代（周蒂等，２００６；ＳｈｉａｎｄＬｉ，２０１２），在西北部为

盲肠式的早中生代碰撞闭合，新生代则随着南海边

缘海的发育，转变为被动大陆边缘；苏禄缝合带为晚

中生代苏拉威西海块体与苏禄海块体碰撞缝合的产

物；西布缝合带和位于东南加里曼丹的晚中生代缝

合线为印支块体的巽他地区向北和向东的拼贴有

关，推测动力来源为中特提斯的闭合（颜佳新，

２００５）．

雅鲁藏布缝合带为新生代缝合带，是新特提斯

洋闭合的产物；米里—南沙海槽缝合带、和苏拉威西

缝合带为在中生代晚期就活动，最终形成时间为新

生代的缝合带，为菲律宾海板块、印度—澳大利亚板

块和欧亚板块夹持的产物．

５．３　印度—澳大利亚板块

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位于图幅的西南部．印度

大陆与印度洋之间为被动大陆边缘，图中印度洋北

部被巨大的冲积扇所覆盖，发现最老的洋壳为侏罗

纪（Ｓéｇｏｕｆ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陆壳部分可称为印度

块体．

印度块体是典型的冈瓦纳型块体，可代表冈瓦

纳大陆的主体．始新世以来，作为印度洋板块的前

缘，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造就了如今的青藏高原．

５．４　几点重要修订

中国海陆及邻域大地构造格架图，无论在图件

编制的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上，

都是“中国海域及邻区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中“大

地构造图”（刘光鼎，１９９２）的继承和发展，较之前者，

本次编图有几点重要的修订．

（１）我国东部在古全球阶段形成的统一块体，在

新全球构造由于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发生

不同程度的活化，在重力上表现为梯级带，按活化程

度将其分为不同块体．例如华北块，沿太行山、贺兰

山又可三分为中朝块体、鄂尔多斯块体、阿拉善块

体；扬子块划为四川块体和下扬子—京畿块体．

（２）取消了南海北部的海南—飞?结合带，认为

古特提斯主洋盆在三江地区南下后，沿昌宁—孟连

带，至马来半岛的文冬—劳勿带（陈永清等，２０１０；夏

戡原等，２００４），向南隐没在爪哇岛弧之下，沿马江缝

合带至海南的邦溪—屯昌带（李献华等，２０００），和钦

州—云浮带（张伯友等，１９９５），都是古特提斯洋的盲

肠式分支，无法再向东延伸；而南海东北部的俯冲

带，在神狐隆起—中沙隆起以东，至台西南盆地，推

测俯冲时间为晚中生代（周蒂等，２００６），向北东可与

台湾的太鲁阁带相连．

（３）东海陆架原来的海南—飞?结合带两侧，重

力和磁力数据分析表明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杨金

２１０４



　１２期 郭兴伟等：中国海陆及邻域大地构造格架图编制

玉等，２０１４），所以推测为统一的基底．

６　结论

（１）运用以活动论为内涵的全球构造理论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块体构造学说，对中国海陆及邻域的

大地构造格架图进行了编制，划分了大地构造单元．

图幅中，中国海陆及邻域的大地构造格架得到了清

晰地展示，在板块边缘表现为“两条锋线”，即东部为

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西部为印度—澳大利

亚板块向欧亚板块的碰撞或俯冲；在中国大陆，则表

现为“三横两竖两个三角”（刘光鼎，２００７），一个块体

南北拼合后受板块相互作用改造的综合结果；在古

华夏块体群和西伯利亚块体群之间，则表现为“两个

弧形结合带”，代表着两个陆块群的拼合过程．

（２）中国海陆及邻域位于欧亚板块东南部，其

东侧是菲律宾海板块，南及西南侧是印度—澳大利

亚板块，目前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两条锋线的夹持

之下．

东部为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向欧亚大陆

板块俯冲的锋线，在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发育一系

列的沟弧盆体系，以及众多的边缘海，中国东部在

新全球构造阶段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活化．西南为印

藏碰撞（特提斯关闭）的锋线，自二叠纪末开始的特

提斯洋盆关闭，冈瓦纳大陆上的碎块陆续北上，拼贴

到欧亚大陆之上，至印度洋板块在中新世形成陆陆

硬碰撞（ＬｅｅａｎｄＬａｗｖｅｒ，１９９５），印度—澳大利亚

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一直持续至今．南为印度—

澳大利亚板块在苏门答腊和爪哇的俯冲，在东南亚

形成一系列的沟弧盆体系．

因此，图幅范围内存在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

块、印度—澳大利亚三个板块级稳定的一级构造单

元及它们之间的板块边界———一系列的俯冲带、缝

合带或对冲带．

（３）欧亚板块是由多个块体和结合带（缝合带）

组成的．块体是相对稳定的构造单元，结合带是相对

活动的大地构造单元．

块体经历了陆核形成阶段、古全球构造阶段（可

分为成台过渡阶段和稳化阶段）、中间阶段和新全球

构造阶段，块体的构造演化存在同序时差的关系，但

在中间阶段，晚二叠纪至三叠纪，欧亚板块的主体完

成了最终的拼合（南海块体等可能稍晚），随后各个

块体成为板块的一部分，受板块体制约束，在板块边

缘的部分发育沟弧盆体系、碰撞缝合带等，陆内发

生不同程度的活化．图幅中共划分出５个类型３０个

块体．

结合带是块体拼合的产物，碰撞拼贴的方式为

多次手风琴式，有的结合带还多期活动（朱夏，

１９８３），总体来讲，由北往南结合带的最终形成时间

逐渐变新．晚二叠纪至三叠纪的印支运动，不仅完成

了中国大部分块体的最终拼合，也完成了潘基亚联

合大陆的裂解，更是现代板块体制的开启．图幅中划

分出４个类型１４个结合带．新全球构造阶段的块体

拼合主要表现在板块边缘，图幅中划分出２种类型

９个缝合带．

板块内部的块体和结合带（缝合带）作为板块内

部的二级构造单元，在新全球构造阶段之前具有独

自的演化历史．

（４）根据最新资料，尤其是海区的地球物理资

料，修订了诸如南海周边特提斯构造界线、东海陆架

基底属性等大地构造认识，对上一轮大地构造图的

构造单元划分做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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